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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仁忠

日前，笔者到某地向一位领导请教工作时，
正巧他接到辖区百姓电话咨询某项事情， 当十
多分钟的通话结束时， 这名领导说了一句令人
挺意外、也挺感动的话———“大爷，有什么问题
您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上门去给您解释。祝
您身体健康。 ”

很平常、很质朴的一句话，却让人感触颇深。
在我们习惯了以“再见”为结束语的通话中，一句
“祝您身体健康” 显得熟悉而又陌生。 不知何时
起，有些党员干部在老百姓面前，已经失去了类

似的“客气”能力 ，总喜欢把自己当群众的 “家
长”，把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强加给群众。不管是在
媒体上，还是现实中，类似的问题从来都不少见。
相信他们不是不会说一句简单的暖心话，而是在
“位置”上时间长了，出现了角色“错位”，只记得
自己是个“官”、要会“管”，却忘了公仆的本色。

干群关系本该是鱼水关系。 干群之间保持
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相互理解，这点至关重要。
就如同那句“祝您身体健康”一样，很平常的礼
貌用语，体现了一种平等和尊重，可以换来群众
内心的温暖。我们可以想象，那位大爷自豪地对
身边人讲述“乡镇领导对咱老百姓还真是客气”

的场景。
对老百姓客气本就不应成为一种稀缺品。

我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表明，只有团
结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更好地干好
工作、壮大事业。 党员干部把老百姓看得越重、
举得越高，群众就越拥护，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发
展得越好。

大事看担当、小事看素养。对群众客气只是
小事，却客观反映出党员干部自身素养。能考虑
到群众内心感受， 时刻以善意的关怀为群众带
去温暖，这样的党员干部才是真正领悟了“以人
民为中心”理念的核心所在。

孔德柱

以点带面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
法。 不论是贯彻落实上级的重大决策部
署， 还是推行某一项新的方针政策，从
“点”上求突破，以点带面，循序渐进，有
利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推动工作全面
深入开展， 也有利于少走弯路， 减少失
误。

反观现实，一些地方的部分领导干部
推进工作热衷于以点“代”面：集中财力物
力人力在所谓的“点”上做文章，把抓试点
变成“秀亮点”，总结汇报专讲“点”，调查
研究只去“点”，优惠政策照顾“点”，甚至
资金扶持也只保证“点”，结果是“点”上的
工作搞得轰轰烈烈，风光无限，而“面”上
的工作“波澜不惊”，停滞不前。

以点“带”面和以点“代”面，两者虽然
只是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两种迥然不同的
工作方法和作风，前者试点先行，示范带
动，着眼于工作全局，有助于工作全面深
入开展；后者本末倒置，背离了初衷，不但
不利于工作的推进，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
了形式主义歪风和不良政绩观。

以点“代”面，究其根本原因，是形式
主义在作祟， 是为了凸显政绩或者应付
上级检查而采取的“包装手段”和“推销
政策”。长此以往，不但会造成资源浪费，
造成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甚至有可能
会耽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牢固树立正
确政绩观，既要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
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
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绩，
也要做潜绩。作为党员干部来说，要牢记
总书记叮嘱，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
名， 脚踏实地多干打基础、 利长远的工
作。 不论是贯彻落实上级的重大决策部
署，还是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既要在“点”
上做文章，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精心挑选
和打造培育具有示范价值的先进典型，
更要在“面”上求实效，以求真务实的作
风及时将 “点” 上的经验在面上进行推
广，切实营造“点上开花，面上硕果累累”
“一花引来万花开”的工作局面。唯有妥
善处理好“点”和“面”的辩证关系，坚持
“抓面先抓点，抓点不丢面”的工作步骤，
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玫昆仑

又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24日， 武汉江夏
藏龙岛一私立幼儿园司机在接送孩子后， 将一
名幼儿遗忘在车上。 当天下午孩子被发现昏迷
在车子的过道上，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找出这种悲剧的原因不需太多周折， 完全
是由于麻痹大意造成的； 而这样的悲剧完全可
以避免，只要在上车和下车时清点一下人数，或
者等幼儿下车后，再在车内看一看，就可以避免
这种悲剧。即使下车时没有清点人数，孩子入园
后， 老师也应该再清点一下人数， 发现有没来
的，应该马上与其家长联系，问明原因，这样也

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可惜，几道该守住的关口都
被忽略，无论是司机还是当班老师乃至园长，没
有一个人把好自己那一关，最终导致惨剧发生。

幼童被遗忘校车而身亡并非个案， 惨痛的
记忆还在人们心头：广东佛山市2岁幼儿“被遗
亡”、安徽肥东县3岁幼儿“被遗亡”、山东济南5
岁幼儿“被遗亡”……这些悲剧的发生，都是因
为一时麻痹、疏忽造成的。人们说“前车之鉴，后
事之师”，为什么总有幼儿园不能从中吸取血的
教训呢？

尽管我们不愿意程式化地追问， 但是我们
不能不把症结指向监管， 因为导致悲剧发生的
每一个环节都与监管相关———幼儿园接送幼儿

是否使用合格校车？是否有随同老师，如果有，
为什么随同老师与司机都没有发现幼儿遗留在
车上呢？幼儿园老师一天都没有清点幼儿人数，
为什么会这样？幼儿园老师没有清点人数，园长
听之任之？

当然，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故，不能局限于问
责，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建立起安全防范
的制度。比如，建立幼儿到园登记制度，每天加
强对幼儿的清点；建立接送幼儿陪同员制度，细
化监管责任；在校车内安装报警装置，教幼儿独
处时学会按键报警等。 只有落实防范责任和监
管责任， 幼童被遗忘于校车的悲剧才能减少甚
至杜绝。

周稀银

日前，安化县公安局违规采购、消费
白酒的通报进入公众视野。 这则来自湖
南省纪委的通报称，2016年6月，安化县
公安局从贵州茅台镇采购了600瓶白
酒。截至2017年1月，该批白酒被县公安
局机关食堂用于112次晚餐接待消费 ，
其中用于内部违规公款吃喝22次，用于
无公函接待消费90次。

鉴于公务接待在外面酒店的 “不可
控”，多年前各地便相继要求公务接待用
餐“一律在机关食堂”，但因为单位食堂
里的“机关重重”，公款挥霍和铺张浪费
依然存在。 不少机关食堂并非普通食堂
那么简单，装修豪华，包厢雅间齐全，有
的甚至还用上了迎宾小姐， 其接待规格
和形式其实与星级酒店不相上下， 自然
其接待标准和支出费用并不见真正减少
和降低。

单位内部食堂的“机关”，除了上述
规格规模沿袭了大酒店的奢靡之风外，
更“巧妙”的是让超规格公务接待隐蔽化

和合法化。 在外面的大酒店接待兴师动
众极易被曝光， 但在机关食堂就大不一
样了， 完全可以以工作为名直接从办公
室、会议室“顺道”进入食堂就餐，即使是
内部职工在食堂就餐， 几乎也看不到领
导们在哪个房间就餐， 其就餐标准又是
什么。正因为其安全系数高，也就为继续
大吃大喝提供了便利。

机关食堂的另一道“机关”，是账目
很少见底， 内部人员负责的食堂都难以
做到月清月结并对外公开， 就别说那些
打着外包名义的机关食堂了， 相应的账
目几乎就是一笔糊涂账， 甚至连食堂管
理人员都说不清， 外人欲想摸清底细何
其难？

公开三公经费是治理“餐桌上腐败”
的关键措施，而要保证公务接待用餐“一
律在机关食堂”的“纯洁性”，只有破除机
关食堂的“重重机关”，即祛除豪华装修，
拆掉隐蔽的过道，按月、按季或每半年公
示一次机关食堂的账目， 单独列支公务
接待的食堂费用等，只有这样，公务接待
用餐才能真正达到节俭干净的功效。

临近高考
广场舞请低调
眼看高考临近，高中毕业班学生都进入

了紧张的复习阶段。而广场舞也成为继夜间
施工之外， 令考生和家长最头疼的噪音之
一。

广场舞作为中老年人健身娱乐项目，本
是好事。但是一些人不分场合、不分时段，造
成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干扰， 一直为公众诟
病。

值此特殊敏感时节，还请以“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之心，低调低调！

画/李雅文 文/风火

对群众客气不应成为一种稀缺品 推进工作不能以点“代”面

破除机关食堂里的“机关”

幼童“被遗亡”校车 如何做到没有下一次

新闻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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